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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bined with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labor employment in oil pipeline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management of labor employment and the main risks faced by enterprises were analyzed.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practical use of labor subcontracting and the use of
labor resources in cooperation with construction and technical services, and provides some useful
ideas and experienc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labor services in oil pipeline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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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结合当前石油管道施工企业劳务用工的使用现状，分析企业劳务用工管理存在的问题及面临的主要风险，
阐述实际可采用的劳务分包、配合施工及技术服务的劳务资源使用方式，为石油管道施工企业劳务用工
管理提供可借鉴的思路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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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油气能源行业仍保持发展态势，油气刚需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管道施工企业带来
了巨大机遇，企业的生产及经营规模不断扩张，自有人力资源严重不足。为满足项目人力资源需求和后
方服务性岗位的需求，企业通过劳务派遣、劳务外包、配合施工服务等方式使用大量的劳务用工，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了用工短缺矛盾，推动了企业发展[1]。但劳务用工规模日益扩大的同时，其来源复杂、总
量大、利用率低、成本高、用工风险高等问题日渐突出，给企业用工管理带来极大困难。针对上述问题，
笔者结合行业现状，对管道施工企业劳务资源的使用方式和渠道做了初步的探讨。

2. 劳务用工使用现状及存在问题
2.1. 劳务用工使用现状调研
为贯彻落实新修订劳动合同法，规范劳务派遣用工行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于 2014 年 3 月公布
施行了《劳务派遣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对用工单位使用劳务派遣用工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并在劳务派遣用工比例、辅助性岗位确定程序、过渡期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暂行规定》的颁布实
施，对企业改变用工理念和方式，进一步规范劳务用工行为、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企业持续健
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自《暂行规定》实施以来，石油施工企业严格遵守规定，主动完善和调整企业内部用工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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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规范原有劳务派遣行为，做好超比例劳务派遣用工的消纳工作。同时，调整和优化用工策略，力求实
现劳务用工使用的市场化、规范化。当前，管道施工企业劳务用工主要采用业务外包、技术服务两种方式。
2.1.1. 业务外包
按照业务外包用工来源分为两类，一类为在调整及优化用工制度、削减劳务派遣用工比例过程中因
企业自身机制原因由原劳务派遣用工转化的人员，此类用工多数为技能操作骨干，部分大专以上学历人
员已经成为管理、专业技术骨干，且在企业工作时间较长，外包费用按照工程量与劳务公司进行结算；
另一类是完全由劳务公司派遣到项目完成配合类工作的属地工，此类用工一般为厨师、普工、保洁、保
安等，业务外包合同由各项目直接与劳务公司组织签订，约定工作量与任务标准，外包费用按照实际完
成情况进行结算。
2.1.2. 技术服务
为解决短期技术工作(如翻译、医疗、技术咨询等)的需要，由各项目直接与技术服务公司组织签订合
同的用人方式。

2.2. 存在问题及风险分析
2.2.1. 法律及政策风险
由原劳务派遣用工转化的业务外包人员管理不尽合规，存在“真派遣，假外包”用工风险。
2.2.2. 管理成本持续增加的风险
受用工总量和企业机制限制，企业内部员工流动性较差，可利用人力资源总量逐年下降，但没有合
理的外部资源补充，仅靠内部挖潜，人力资源质量难以适应市场形势的变化，为保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必须在关键岗位培养、使用劳务用工。大量间接使用业务外包用工一方面增加管理费、税费的经济成本
支出，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对用工管控的管理成本，还容易因为政治、福利待遇流失人才，一定程度上增
加了企业人力成本的投入。
2.2.3. 安全生产事故责任和赔偿转嫁的风险
合作的劳务派遣机构、技术服务公司、外包管理公司资质参差不齐，管理水平不高，缺乏对劳务用
工管理意识，存在只收费、不管理、不担责的现象，对使用过程中发生的安全责任事故及相关赔偿推诿
扯皮，导致在问题处理时，企业由法律连带责任转变为主要责任，面临相关责任转嫁的风险。

3. 劳务资源使用方式探索
3.1. 劳务资源定义
劳务资源是在施工企业自有资源不能满足项目施工任务需求的前提下，按照市场化手段引入的社会
化资源。
企业自有资源指与企业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员工，除此以外使用的各种用工均属于劳务资源，其中
原劳务派遣用工按照劳务外包方式管理，工程分包中分包商使用的人力资源不在劳务资源管理范围内。
劳务资源的使用类型主要包括：劳务分包、配合施工、技术服务三种。

3.2. 劳务资源的使用原则
1) 满足需求的自有资源闲置时，不允许使用劳务资源。
2) 劳务资源使用期限原则上与项目或任务周期相同，项目或任务结束后不再继续使用。
3) 劳务资源须在企业人事部门的指导下，合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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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劳务资源的使用应遵循“市场化”原则，按照地区、成本合理配置使用。

3.3. 劳务资源的使用方式
3.3.1. 劳务分包使用方式
1) 整体劳务分包。将施工任务的某项工序全部分包给劳务公司，企业提供生产必要的设备、物资，
劳务公司负责劳务人员的招聘、管理，按照工作量结算。
2) “架子队”用工模式。设备、物资由企业提供，施工人员由企业自有的管理。技术和操作骨干作
为施工作业的管理层与监控层，由劳务公司提供的劳务资源作为施工队的作业层，二者共同组织施工生
产，按照工作量结算。劳务用工可以由劳务公司直接招聘，或由企业代理招聘。
3.3.2. 配合施工使用方式
配合服务类人员按照工作要求完成服务工作，以工日为结算依据。配合服务人员与劳务公司建立一
定任务期限的劳动合同关系，项目结束后终止。配合服务类别仅限后勤食堂服务、汽车驾驶服务、现场
勤杂服务(含简单体力劳动服务)、现场安保服务等。
3.3.3. 技术服务使用方式
技术服务即为解决某一特定技术问题所需的各种服务，如非常规性的施工、安装、技术调试、诊断
等服务。技术服务合同的应用范围较小，有严格的技术服务内容限制。

4. 结语
在劳务用工使用方面，部分施工企业已进行了一些大胆的尝试，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处于摸索阶
段，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探索和解决。企业应在遵循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使用社会劳
务资源，积极实践劳务分包、配合施工及技术服务等用工模式，严格资质审查、加强过程管控及监督，
建立与企业发展相适应的用工体系，以期有效解决施工企业结构性用工短缺矛盾，规避用工风险，降低
用工成本。

参考文献
[1]

曾肇河. 建筑企业劳务资源开发与管理[J]. 建筑, 2006(7): 63-65.
[编辑] 帅群

知网检索的两种方式：
1. 打开知网页面 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WWJD
下拉列表框选择：[ISSN]，输入期刊 ISSN：2471-7185，即可查询
2. 打开知网首页 http://cnki.net/
左侧“国际文献总库”进入，输入文章标题，即可查询

投稿请点击：http://www.hanspub.org/Submission.aspx
期刊邮箱：jogt@hanspub.org

DOI: 10.12677/jogt.2018.403075

143

石油天然气学报

